
 - 1 - 

 

苍溪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文件 
 

苍教研〔2021〕9 号 
 

 

 

苍溪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关于 2021 年教师教学大比武课堂教学竞赛等三项 

活动的通知 
 

各教育督导站，各中小学、幼儿园，苍溪职中，教师进修校： 

根据广元市教育局、广元市教育工会《关于开展 2021 年教

师教学大比武活动的通知》（广教函〔2021〕115 号）和广元市

教育科学研究所《关于 2021 年教师教学大比武课堂教学竞赛等

三项活动的通知》（广教所〔2021〕64 号）精神，结合我县学

校实际，现将 2021 年普通高中课堂教学竞赛、高考试题研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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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及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比赛三项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一、普通高中课堂教学半决赛 

（一）主办单位 

苍溪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 

（三）参加学校 

苍溪中学、城郊中学、苍溪实验中学、苍溪天立学校。 

（四）竞赛学科 

本次课堂教学半决赛共设 11 个组别，具体为：语文组、数

学组、英语组、物理组、化学组、生物组、政治组、历史组、地

理组、艺体组（含音乐、体育、美术）、综合组（含信息技术与

通用技术、心理健康）。 

（五）名额分配 

学校 苍溪中学 城郊中学 实验中学 苍溪天立 合计 

名额 29 19 13 4 65 

（六）人员推荐 

各学校在初赛的基础上，根据分配名额推荐半决赛人员。半

决赛人员推荐应尽量做到兼顾学科、组别均衡。并于 9 月 17 日

前将半决赛人员名单报县教研室。 

（七）比赛形式 

借班讲课，每节课 40 分钟。 

（八）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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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决赛于 9 月 27—28 日，在苍溪中学新校区举行。具体安

排例行通知。 

（九）讲课内容 

高一上学期内容、高二上学期内容。具体参赛课题由参赛教

师自定，提前准备。其中，地理学科授课内容要体现核心素养背

景下高中地理情境教学。讲课时提供 7份教学设计。 

（十）评委评分 

半决赛评委工作由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每个学科组

评委由五人组成。成绩统计时以每位评委所给分数之和为参赛教

师成绩。 

（十一）评奖奖励 

半决赛按 3:3:4 评出一、二、三等奖，由市教科所颁发获奖

证书。 

（十二）其他 

普通高中学校课堂教学半决赛联系人：邓家勇，联系电话：

13981257396，联系邮箱：sccxdjy@qq.com。 

二、高考试题研究比赛 

（一）组织领导 

主办单位：广元市教育局基教科 

承办单位：广元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协办单位：苍溪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二）比赛项目 

以近三年普通高考（2019 年-2021 年全国普通高考一卷、二

mailto:sccxdjy@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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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卷为主）各学科原题为范围组卷。参赛教师在规定时间内

集中答题分析。 

（三）参赛对象 

全县普通高中学校高一、高二、高三（含补习班）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九个学科的任

课教师。未参加本项竞赛的教师不得参与市县级高考教学成绩显

著学科教师等申报。 

（四）活动安排 

1.报送比赛教师信息 

各高中学校请于 2021 年 9 月 5 日前填报参赛教师信息。报

送格式见附件 3。 

2.集中比赛 

2021 年 9 月 24 日下午 2:30 开始，各学科同时进行，比赛

时间为：语文 150 分钟，数学、英语 120 分钟，政治、历史、地

理各 70 分钟，物理 80 分钟，化学 70 分钟，生物 60 分钟。 

各学校参赛教师在本校参加比赛，每考室由学校安排 2名监

考人员，县区教育局每校选派一名督考，市教育局选派巡考人员

于 9 月 24 日上午将竞赛试题送达各校，并参加巡考工作，比赛

结束后，将答卷密封带回集中评阅。 

3.分析颁奖 

比赛结束后，基教科会同教科所认真总结分析，作出分析报

告指导县区、学校工作；成绩优秀的教师由市教育局颁发获奖证

书予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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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高考试题研究比赛联系人：邓家勇，联系电话：13981257396，

联系邮箱：sccxdjy@qq.com。 

三、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比赛 

（一）参赛学段 

全县中小学各学段全体教师（含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学校）。 

（二）撰写要求 

1.每位教师只能有一篇论文参加评选。合作撰写的论文，作

者不得超过二人。 

2.论文字数一般控制在 3000 字左右，不超过 5000 字，引文

须注明参考文献。 

3.参评文章不得抄袭、下载他人文章（参评论文全部经过付

费论文检索系统查伪），一经发现，取消参评资格，并计入学术

研究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三年内不得参加

县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成果评审申报”处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篇数分配 

单位 陵江 东青 五龙 三川 元坝 歧坪 东溪 文昌 龙山 直属 合计 

篇数 5 3 3 3 3 5 5 5 3 10 50 

（四）论文报送 

1.报送单位。推荐论文由片区督导站、直属学校集中查伪无

误后统一报送，县教研室不接收任何个人申报论文。 

2.编号造册。县教研室根据要求统一编号造册。纸质论文：

按下达的文档编号逐篇标注在纸质论文首页左上角，须与推荐汇

mailto:sccxdjy@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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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内编号、电子版论文编号一致。电子版论文：每篇论文独立

编号，文件名为“文档编号□论文题目□学校□作者姓名”（注：

□为空格）。 

3.材料提交。县教研室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将纸质版论文

（一式一份）交寄市教科所；同时将推荐汇总表（附件 6）鲜章

扫描版、word 版、论文电子文档打包发送至教科所张莹老师邮

箱。逾期不再受理。 

（五）其他 

教育教学研究论文评选联系人：孔祥平，联系电话：

13808126896，邮箱：648430615@qq.com。 

 

附件：1.苍溪县中学教师课堂教学展评评分标准 

2.普通高中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参赛教师推荐表 

3.高考试题研究竞赛报名表 

4.广元市教师论文评选标准及要求 

5.论文真实性承诺书 

 

 

苍溪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2021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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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苍溪县中学教师课堂教学展评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及标准 赋分 

教学目标 
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强；面向全体学生；体现三维目标、核心素养要

求。 
10分 

教学内容 
准确把握教材，丰富拓展资源，重难点把握准确，并有效突破，关注

学生学习经验和认知水平，促进知识，重新建构。 
10分 

教学过程 

教学思路清晰，层次清楚，讲练时间分配合理，能突出重点，抓住关

键；能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主动参与和体验；教学民主、

开放，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20分 

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灵活，精讲巧练；能面向全体，体现差异，因材施教；注重

师生互动和交流，反馈及时，矫正有效；能结合教学实际使用信息技

术教学手段，教具或课件使用得当。 

20分 

情感教育 

教学民主、平等，关系和谐，课堂气氛融洽，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学习

积极性；注重学生学习动机、兴趣、习惯、信心等的训练和培养；教

师主导、学生主体作用发挥好。 

5 分 

教师素养 

用普通话进行教学，语言生动、形象，富于启发性；教态亲切、自然、

大方；板书工整，重点突出，脉络清晰，能熟练使用和操作多媒体或

各种教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课堂驾驭能力。 

20分 

教学效果 

学生学习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活跃；信息量适度，学生负担合理，

短时高效；学生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发展；

教学目标全面达成，教学效果好。 

10分 

教学特色 
教学策略、方法有独到之处，收到较好效果，形成鲜明的教师个性、

教学思路、 教学风格等。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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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广元市教师教学大比武半决赛 
普通高中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参赛教师推荐表 

 
单位：             （盖章）    填报人：         电话:           

姓  名 学  校 参赛学科 竞赛组别 电话 

     

     

     

     

     

     

     

     

     

     

     

     

     
 
注：请于 9月 17日前将本表报县教研室邓家勇，联系电话：13981257396，联系邮箱：

sccxdjy@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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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广元市教师教学大比武高考试题研究竞赛报名表 

 

考号 姓名 学校 学科 出生年月 任教班级 考室号 座位号 

210101001 张×× ××中学 语文 1970.05 
2021.9 

2022.8 
01 01 

        

        

        

一、填表说明： 

1.参赛教师信息表采用Excel 表格填报,2003 和2007 版本均可； 
2.参赛教师信息表各列数据格式均用文本格式； 
3.参赛教师考号为9位，各位数字代表如下： 
（1）一、二位为比赛年度代码。如“21”代表“2021年度”； 
（2）三、四位为参赛学校代码。如“01”代表“广元中学”,各学校参赛代码分配

如下: 

学校 代码 学校 代码 学校 代码 学校 代码 

广元中学 01 青川一中 08 开封中学 15 宝轮中学 22 

外国语学校 02 旺苍中学 09 白龙中学 16 黄冈学校 23 

广元天立 03 东城中学 10 苍溪中学 17 朝天中学 24 

八二一中学 04 剑阁中学 11 城郊中学 18 元坝中学 25 

广元实中 05 剑门关高中 12 苍溪天立 19     

树人中学 06 剑门关天立 13 苍溪实中 20     

青川中学 07 剑州中学 14 万达中学 21     

 

（3）五、六位为参赛学科代码。如“01”代表“语文”，“02”代表“数学”，
“03”代表“英语”，“04”代表“物理”，“05”代表“化学”，“06”
代表“生物”，“07”代表“政治”，“08”代表“历史”，“09”代表“地
理”； 

（4）末三位为顺序号代码，全校参赛教师拉通排序，如“001”代表“广元中学一
号参赛教师”； 

4．任教班级填写参赛教师全部任课班级，以入学年度为准填写，如“2021.9”代表
任教本校“高2021级9班” 

5．本表务必于2021年9月5日前传到市教科所邮箱gyjks@163.com，以便制作参赛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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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广元市教师教学大比武 

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比赛推荐表 
  

单位：              （盖章）    填报人：         电话:           

编号 论文题目 学科（专业） 作者 单位 电话 

      

      

      

      

      

      

      

      

      

      

      

      

      

注：1.请于 9 月 20 日前将本表鲜章扫描版、word 版以及电子版论文打包报县教研室孔祥平，

邮箱：648430615@qq.com。 

2.电子版论文的文件名统一为“文档编号论文题目□学校□作者姓名”格式，文档编号

须与本表内“编号”一致。（注：□为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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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广元市教师论文评选标准及要求 
  

一、论文要符合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基本精神 

论文应紧扣素质教育和课改工作的重点、难点，能充分反映学校教学

管理、教学、教研中的新经验、新问题、新思路。 

二、论文内容产生于教育教学实践 

论文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工作（教学、教研、管理）经历来摆事实讲道

理的。要在现状分析中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要用生动鲜活

的事实来说明观点和问题。 

三、论文要有一定的理性思考水平 

论文的理性思考水平应具备以下四点：一是主题鲜明，思路清晰，二

是观点正确，层次清楚；二是所依据的教育教学理论要具有时代性和先进

性；三是理论分析要有一定的深度和见解，并能与事实紧密结合；四是经

验方法要具有实践性、操作性和指导性。 

四、论文格式、字数与署名符合要求 

1.论文格式正确（标题、县区名、学校名、作者、正文、参考文献等），

内容结构合理，主次分明，详略有别；语文精炼，表述准确；经验先进，

事例鲜活，方法有创新。 

2.论文每人限报 1 篇，并按要求上报，署名最多不超过 2 人，字数以

3000 字左右为宜，不超过 5000 字。 

3.已经获得市级以上奖励的论文不再参评。教材、练习册等也不在本

次参评之列。为了严禁论文弄虚作假。若核查出是抄袭（引用或摘抄别人

的内容字数不得超过自撰文章总字数的 10%，但必须在“参考文献”中注

明，否则，则视为抄袭）、剽窃的，一律取消其参评资格，并予以处理。 

五、此标准仅供县区的学校评选论文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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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论文真实性承诺书 
 

本人系             （单位）工作人员，现申报参加广元

市 2021 年教师教学大比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 

本人郑重承诺： 

我所提交论文《 xxxx 》是本人独立进行实践、研究所取得

的成果，内容真实可靠，引用的内容已在文中注明，不存在抄袭、

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本人知晓广元市《关于集中整治诚信缺失突出问题提升全社

会诚信水平的工作方案》（广文明委〔2018〕9 号）要求。如果

发现本论文存在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本人愿接受按有关

规定给予的“取消参评资格，计入学术研究诚信档案库，纳入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三年内不得参加市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成果

评审申报”处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 
1.凡申报教学大比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人员，必须对本人所提交的论文的真

实性作出承诺，否则不予申报评审。 

2.论文真实性承诺书必须由作者本人签名，不得代签。 

3.本承诺书经本人签名后，装订在纸质论文首页。随论文一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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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溪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办公室         2021 年 6月 1 日 印发  


